
首都文明家庭任全霞家庭：

担起责任 奉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屈媛）任全霞家庭荣获2018至 2020

年度“首都文明家庭”称号。

和谐，是任全霞的家庭主旋律。长辈关爱体恤晚辈，

晚辈孝敬爱戴长辈，同辈之间互相关心包容，大家其乐融

融，和谐之美在每个人心中。友善，是家庭中的传统美德。

生活中，任全霞自觉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工作中，真诚理

解别人的处境和难处，扬人之长，念人之功，谅人之难，帮

人之过。敬业，是任全霞一家的职业追求。作为黑山小学

校长，她把责任使命扛在肩头，勇于创新、奋进提质，学校

获得多项荣誉称号。近五年举办了5次市、区级研讨会，

提高了办学品质，促进了学校内涵发展。

在工作岗位上，任全霞一家人尽职尽责，脚踏实地，

精益求精，无私奉献，敬业精神已成为任全霞一家永恒

的追求。

任全霞家庭将一如既往，担负起个人责任、家庭责

任、社会责任，为家庭、为国家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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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讯（记者 姚进）7月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6

月末，广义货币（M_2）余额 25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3个和2.8

个百分点。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2.81万亿元，同比多增6867亿元；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17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1.47万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各项稳增长

一揽子政策落地实施，金融机构持续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信贷有效

需求显著回升，信贷结构明显优化，6

月份金融数据整体超出市场预期，

预示宏观经济继续复苏向好。

“6月份信贷、社融大幅冲高，超

过市场预期，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

是宏观经济恢复势头进一步增强，

房地产市场也有所回暖，带动实体

经济融资需求回升；二是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支持稳增

长进一步发力，助推企业中长期贷

款同比大幅多增；三是专项债发行

迎来历史最高峰。”东方金诚首席宏

观分析师王青说。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

运金表示，二季度多项纾困政策密

集落地，对信贷与社会融资增长拉

动效果明显。二季度市场流动性相

对充裕，支持中小微贷款与居民住

房贷款延期、新增1万亿元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下发8000亿元政策性银

行信贷额度等政策密集落地，积极

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有效实现了

稳存量扩增量，对信贷与社会融资

合理增长起到了较好的政策效果。

6月份金融数据的另一个特征

是结构明显改善，具体表现在企业

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比回升，票据

冲量现象缓解。王青表示，伴随经

济恢复，银行风险偏好改善，向实体

经济提供中长期贷款的意愿有所提

升。整体看，6月份信贷、社会融资

及M_2增速都在上扬，显示在政策

发力和疫情缓和共同作用下，宽信

用效应正在充分显现。这将为下半

年经济奠定坚实基础。

具体看，M_2 增速维持高位。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原

因在于：一是稳增长背景下流动性

充裕，信贷投放加快。4月份以来，

在全面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持续发力等因素影响下，市场流动

性一直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银行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货币派生效应

增强；二是财政支出加快。6月份财

政存款减少 4367 亿元，同比多减

365亿元，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三

是非标融资压降放缓。

信贷结构方面，6月份企业和居

民融资需求都在改善。光大银行金

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

企业中长期贷款强劲反弹，票据融

资下滑等，反映企业投资意愿在恢

复。居民短期新增贷款同比多增，

也反映出居民消费需求明显回暖。

“6月份新增票据融资为近14个月

来最低水平，冲量现象明显改善；多

地解除封控，消费尤其是汽车消费

得到一定改善，居民信贷恢复至去

年同期水平。”王运金说。

财政发力带来政府债券融资大

幅增加，也是拉动社会融资增量的主

力之一。王运金认为，上半年地方政

府专项债发行基本完成全年额度；6

月份企业直接融资有所恢复，新增融

资3083亿元，债券市场发行有所改

善。二季度表外三项融资持续压降，

但规模逐月缩减。社会融资口径人

民币贷款增加超过3万亿元，表明非

银金融机构贷款有所下降。

温彬表示，下阶段，在稳就业、

稳物价、稳增长等政策目标下，货币

政策将继续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普惠小微贷

款支持力度，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发挥好助企纾困政策效应，降低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全力支持实体

经济。

为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

态，短期内金融数据仍将延续偏强

走势。王青预计，国内通胀形势稳

定，下半年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方

向上保持较强连续性，外部金融环

境收紧不会动摇“以我为主”的政策

基调。

本报讯 (记者 杨铮)城 子 街 道 矿

桥东街社区以“党建+网格化”的管理

模式，全力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

变，用主动治理、快速响应，解决居民“急

难愁盼”问题，近日，社区及时解决了下

水井污水外溢的问题。

一位社区居民说：“我家楼前的排水

沟特别臭，尤其住在一层根本没法开窗

户，苍蝇、蚊子一大堆，我们非常烦恼。”

这条让社区居民痛苦不堪的排污下水

沟，位于社区78号、79号楼前，由于年久

失修，下水井内时常出现污水外溢现象，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在接到百姓诉求后，社区“两委”立

即行动，通过入户走访、实地调研，制定

了整改方案并进行施工维修。

工程启动后，社区居民纷纷表示：

“我们跟居委会反映了以后，他们很快就

召集居民代表开会协商，详细记录大家的

建议，为我们解答各类问题。看到施工

后，我们心里有盼头了，每个人都很高兴，

社区为老百姓着想，我们感觉很幸福。”

此外，针对矿桥东街老旧小区的特

点，社区还在工程技术和质量上狠下功

夫，统筹考虑污水外漏点位和维修成本，

因地制宜选择最优施工方式。

矿桥东街社区党委书记王爱兵说：

“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工程技术，原

来的污水井是用砖头一层一层砌成的，所

以有缝隙，容易造成渗漏。本次施工我们

选择了一次性塑浇成型的污水检查井，这

样更严丝合缝，不会再有污水外溢的现象

发生。同时，还加粗了连接下水井的管

道，安装 30厘米的双臂波纹管，保障污水

最大的承载流量。”

据了解，矿桥东街社区共有11栋居民

楼，目前，社区已组建12人的网格员团队，

以一对一、点对点的工作模式，精准对接

居民各类诉求，聚焦源头治理，营造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的良好社区氛围。

王爱兵告诉记者：“社区干部平常多

走动，多听老百姓的心声，对大家反映出

来的问题，及时回复、解决，努力把接诉即

办向未诉先办方向转变，让社区居民生活

得舒心、放心和开心。”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连日来，

区统计局大力开展蔬菜统计遥感

调查试点工作，推广蔬菜种植信息

调查APP，通过卫星遥感和信息化

技术，提高农业数据统计的时效

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推进村级统

计工作流程规范化，为全区农业空

间分布规划和动态调整提供有力

数据支撑。

记者在妙峰山镇陇驾庄村的一

块农田看到，村里的统计员正利用

手机上的蔬菜种植信息调查APP对

农田的数据进行核对，从APP上可

以看到种植蔬菜的面积、种类、产值

以及农田范围等信息。随后，统计

员通过APP将记录的数据上传到市

统计局农村统计信息平台，并及时

对数据进行更新。

陇驾庄村统计站工作人员说：

“原来我们在统计这些数据的时候

程序十分麻烦，需要用电脑才行，有

时候一个地方要去很多次。现在非

常方便，只要用手机进行拍摄，填写

信息，直接就能上传，节省了时间，

提升了效率。”

据了解，蔬菜种植信息调查

APP主要是通过卫星遥感图对农用

地范围进行数据采集，使数据统计

规范化、科学化，提高基层统计工作

水平。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稳步推

进，区统计局分两批进行试点，首

批试点涉及8个镇的21个村，目前

已完成首次月报信息填报。第二

批 12 个村的试点工作将于今年 8

月开始，届时，全区 80%的蔬菜种

植信息统计数据都将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报送。

“我们根据市统计局工作计

划，将适时逐步扩大遥感调查技术

的应用范围，包括干鲜果品、粮食、

经济作物等，并在 2025 年建立农

业大数据库，进一步提升我区农业

信息统计现代化水平。”区统计局工

作人员说。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妙峰山镇结合

创城工作，联合建行门头沟支行共同开发“妙峰文明积分银行”

微信小程序，利用积分制进一步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

并通过接入“建行生活”平台，将积分转化为消费满减券，使村民

从乡风文明建设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记者在妙峰山镇京喜便利店内看到，几位村民选购好商品准

备结账时，都提前拿出手机，查看起各自的电子消费满减券。陈

家庄村村民唐国琴说：“这些消费券都是平时在‘妙峰文明积分银

行’累积的，只要参与村内志愿服务活动，上传照片就能得到相应

积分，定期换成电子消费满减券，让我们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据了解，“妙峰文明积分银行”设置加分、扣分两个积分模

块，从对家庭好、对他人好、对集体好三个方面鼓励村民践行文

明行为，获取文明积分。村民若存在负面清单内的不文明行为，

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或无法整改弥补的，将被扣除相应积分并

曝光。

建行北京门头沟支行行长张彤说：“我们每个季度直接从后

台导出村民的积分转化为消费券，发放到手机APP上，这个过程

不需要村民参与，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方便。我们会积极推动更多

商户上架‘建行生活’平台，另一方面我们还会积极探索产品服务

的新路径，在农村为大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信贷支持。”

截至目前，妙峰山镇共有848人注册使用“妙峰文明积分银

行”，陈家庄、斜河涧两村已完成200余人次的积分兑换。

妙峰山镇党委宣传委员曹莉说：“通过这个平台既可以让百

姓得到实惠，又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百姓的诉求，实现

未诉先办，这也是我们尝试用数字化的方式，去优化基层治理一

个有益的尝试。我们还将在其他村进一步推广‘妙峰文明积分

银行’，让更多的百姓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当中，共同提升全镇

的乡风文明建设水平。”

峪中分校举行“喜迎二十大”
主题团队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爱团热

情，近日，大峪中学分校团委举行了主题为“青春百年心向党 砥

砺奋进创未来”的2020级离队入团仪式。34名新团员和300余

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中，全体少先队员郑重地摘下胸前的红领巾，珍藏在红

色信封里，并写下对自己未来的期许。老师们为新团员颁发团

章、团员证和团徽，离队仪式简短而庄重。

1.北奔重汽（北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1）测试标定工程师：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月薪

7000-10000元

（2）系统工程师：1 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月薪

10000-20000元

（3）应用层软件工程师：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月

薪10000-25000元

（4）底层软件工程师：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月薪

10000-25000元

（5）hil 测试工程师：1 名，本科以上学历，月薪

10000-15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010-60801768 18519891326 吴经理

2.北京装合顺病虫害防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虫控消杀人员：8 名，高中以上学历，月薪

3500-4500元

工作地点：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8511606310 赵女士

3.北京滨河优贝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1）市场专员：10名，初中以上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2）口腔护士：3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9910702189 安经理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公正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否正当合理的重要标准。一个

社会的公正，应当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公

正的核心是分配公正。依据政治哲学传统，公正的内涵在于“给予其所应得”，马克思也曾指

出，各种公平主张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存分配形式与自身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社

会公正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依据合理的尺度来分配权利和自

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等社会资源。

来源：共产党员网

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81万亿元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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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监测+信息技术”赋能蔬菜种植产业

以“德”换“得”
妙峰山镇用文明积分兑出新风尚


